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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4个专业入选省“十二五”普通本科高校新兴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公布了“十二五”普通本科高校新兴特色专业建

设项目立项名单（浙教高教〔2014〕110 号），我校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等四个专业顺利入选省

普通本科高校新兴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备案类）。  

省新兴特色专业建设项目是我省“十二五”期间“本科教学工程”的

重点实施项目之一，旨在引导高校以服务建设“两富”、“两美”现代化浙

江为导向，按照“面向需求、准确定位、注重内涵、打造特色”的原则，

确立科学的专业建设理念，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强化专业特色，优化人

才培养模式，推动课堂教学创新，着力培养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

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为提高新兴特色专业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学校明确了

每个新兴特色专业的重点建设方向，并将围绕重点建设方向，加大专业建

设力度，落实项目负责人责任，加强管理，努力取得建设实效。（教务处） 

  

我校 2 项教学成果获浙江省第七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近日，浙江省第七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结果揭晓，我校“机械类

专业全程交互式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和“南孔文化育人

模式的构建与实践”2 项教学成果获二等奖。  

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主要授予在我省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出

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果的集体和个人，每四年评选一次，经学校推荐，

省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评审、网上公示，并报经省政府同意产生，是

我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方面的最高奖项。（教务处）  

 

 

 

 



 

 

我校入学教育集中宣讲引领新生入大学门做大学人 

9 月 17、18 日下午，我校在大会堂举行 2014 级新生入学教育集中宣

讲，组织部、学工部、教务处、科研处、保卫处、后勤管理处、公体部等

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相关老师作专题报告，从部门职责出发，引导新生尽快

适应新的大学生活。  

党委组织部从党员发展和民族宗教政策两方面人手，详细说明了新时

期党员发展的意义、指导方针和党员发展的程序及要求，介绍了我国的宗

教方针及浙江省内主要的邪教组织，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宗教信仰，坚决抵

制邪教侵害。  

党委学工部以当前就业形势导入，引发学生对在大学期间要获得什么、

获得的方式、如何获得的思考；结合学工部为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的教育

管理、招生就业、公寓管理、勤贷助学、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服务，阐

述了学生工作的理念、思路和做法，鼓励新生为走进“象牙塔”做好充分

准备。  

教务处以“大学时光的思考”为题，教导新生在大学中该如何学习和

生活，通报了近年来各项教务处统计数据，告诫广大新生要遵守校纪校规、

树立学业目标、活跃大学生活，确保大学期间有所收获。  

科研处以“转益多师与别裁伪体”为题，结合形象生动的案例，阐述

了创新和继承的关系以及如何培养创新意识与能力，鼓励大学生把自己塑

造成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要立志向、有目标，善质疑、重实践。  

保卫处介绍了保卫处的职责，以真实发生在校园中的安全事故为例，

强调新生应树立人身、财产安全意识，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会上还公布

了校园报警电话和办公地点，方便新生求助。  

公体部讲解了我校的阳光体育运动，向新生通报体质测试的要求，告

诫广大新生锻炼身体在平时，要强化自身体能；同时，学校为学生提供充

足的运动场地，鼓励同学们走出寝室，锻炼强健体魄。  

后勤管理处从餐饮服务、维修服务、商贸服务、场地使用服务、医疗

服务等方面向新生介绍了学校的后勤服务保障工作，让新生及时了解学校



 

的衣、食、住、行情况，方便学生学习生活，帮助新生尽快熟悉校园。（学

生处） 

 

教务处组织教学管理人员及班主任学习教学管理规章制度 

9 月 12 日下午，教务处组织召开教学管理人员及班主任会议，学习新

修订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研究、落实开学准备工作及本学期重点工作。各

学院教学副院长、教学秘书、全体本科班班主任以及校教学督导组成员参

加会议。  

教务处处长吴以莉强调了修订教学管理文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林峰

副处长详细解读了学校修订后的教学管理文件，杜一新副处长就开学初的

各项准备工作、教学检查及本学期的常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各学院

能及早布置，确保开学工作正常有序的运行。  

会议还解读了《浙江省高校课堂教学创新行动计划（2014-2016 年）》

和《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学业指导和管理的意见》，并

就修订 2014 级本科培养计划提出了要求。（教务处 ）  

 

我校 2014 年新教师岗前培训工作圆满结束 

为帮助新教师快速熟悉学校环境，适应岗位角色，树立职业发展正确

目标，9 月 11 日～12 日学校举办了新教师岗前培训，30 余名新教师参加

培训。副校长潘海天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赴企业走访调研、校内外专家专题

辅导、优秀青年教师课堂演示、职能部门就教师职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进行

宣讲等。培训期间，科研处、教务处和人事处负责人进行相关政策介绍，

我校吕亮、魏俊杰、郑秀莲老师与新教师分享了工作经验，并邀请了浙江

工业大学陈庆章教授作了专题讲座。  

陈庆章教授结合自身从教的丰富经验作了题为“课堂教学方案的设计

与实施”的专题辅导报告，对新进教师就何谓教学方案、如何写好教案、

如何实施好教案等方面进行讲解、辅导。  



 

我校吕亮和魏俊杰两位老师结合自身工作的成功经验分别进行题为

“年轻教师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和“努力实现学术研究的自我

超越”的讲座，郑秀莲老师也为新教师奉献了一堂精彩的观摩课。  

潘海天对新教师加盟我校表示欢迎，并具体介绍了学校的校情校史，

同时对新教师提出以下三点要求。一是要注重师德锻炼，爱岗敬业。要把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放在第一位，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走访北师大“四

有”好教师的讲话精神，要以教师自身的精神来引领学生的精神，以教师

自身的人格塑造学生的人格。二是要注重角色的转换，找准定位。首先要

制定好现阶段、中期和远期的发展目标，快速发展；其次要熟悉环境，融

入群体，和谐发展；再次要尽快熟悉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遵章守纪，有

序发展。三是要注重能力的培养，开拓进取。首先，要培养好教学能力，

从备好一门课，上好一节课，指导好一次实验，辅导好一项活动，谈好一

次话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过好教学关；其次，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从事

教学、科学研究，逐步建立起和我校重点学科、主导科研相吻合的研究方

向，建立好团队，过好科研关。最后，潘校长衷心希望新教师都能快速成

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为学校又好又快发展添砖加瓦。（人事处）  

 

教师教育学院召开学院建设与发展工作会 

为进一步促进教师教育学院的建设与发展，10 月 21 日下午，教师教

育学院召开了全院教职工大会，分析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谋划学院

的新发展。  

贵志浩院长就学院发展提出了做精做优师范、建设三大高地、打造优

质品牌三个目标，要求全院教职工认真学习研究“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

师培养计划的意见”、“浙江省教育厅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等教师教育改革文件，进一步明确各专业培养目标，强化师范特色；要以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院训和全院教职工的行为准则，努力把学院建

设成为学校的师德高地、人文高地和艺术高地；要努力打造学院的人才培

养品牌、学科建设品牌和教育教学改革品牌。并就班子建设、制度建设、



 

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卓越教师培养、师范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作

了具体部署。  

会议还邀请科研处吴锡标处长作了“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应树立十大

意识”的专题讲座。吴处长介绍了学科建设的基本途径和具体做法，并对

学院教师科研项目申报进行了指导。  

会议要求全院教职工进一步分析总结四年来的本科办学经验，正视问

题，切实改进，提升精气神，共同谋划教师教育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教师

教育学院）  

 

我校举行第二期“卓越工程师 2+2 培养项目”合作签约仪式 

7 月 25 日上午，我校第二期“ 卓越工程师 2+2 培养项目”合作签约

仪式在红五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隆重举行。副校长叶碧出席合作签约仪式，

教务处、机械工程学院负责人、本期卓越计划班的全体学员及学员家长参

加了签约仪式。 

叶碧在致辞中对选拔进入我校“卓越工程师 2+2 培养项目”的全体同

学表示热烈祝贺。叶碧指出，加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强化教学、学习、

实践项目，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有利于推动我校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

改革，对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探索学校与企业在联合培养人才方面的

协作模式、全面提升校企合作水平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叶碧希望入选

该班的同学一定要珍惜学校和企业提供的深造机会，刻苦学习，早日成为

空气动力机械领域的卓越工程师，并要求各部门统筹协调，齐心协力，形

成合力，充分吸取和总结首届卓越计划班成功经验，确保本期卓越计划工

作取得圆满成功。  

红五环集团副总经理苏沁在讲话中回顾了红五环集团与我校十二年的

校企合作历史，高度评价了校企合作给公司带来的巨大成效，介绍了红五

环集团的发展历程、近期现状及公司未来的发展愿景。机械工程学院负责

人在讲话中勉励同学要融合衢州学院、西安交大及红五环集团的文化，努

力学习，提升素质，做到心怀感恩，以优异的成绩回报母校与公司。首届



 

卓越班学生代表、本期卓越计划班学生代表及学生家长代表也先后做了发

言。最后，红五环集团副总经理蒋建江就该班学员 9 月赴西安交通大学学

习一年的具体事项作了安排和部署。  

根据我校与红五环集团所签的校企合作、校校合作“卓越工程师 2+2

培养项目”协议规定，入选该卓越计划培养项目的学生除了在本校完成 2

学年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之外，还将进入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进

行为期 1 学年的对口专业强化学习及培训，最后 1 学年将在红五环集团完

成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教务处  机械工程学院）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2014 届学士学位授予人员名单 

6 月 10 日下午，学校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我校 2014 届本

科毕业生拟授予学士学位人员名单。会议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

长胡伟主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教务处负责人介绍了我校学士学位授予暂行办法，汇报了 2014

届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审核情况及拟授予学士学位人员名单；拟不授予学

士学位人员名单及理由；两位同学的学士学位申请情况。全体委员对每项

报告逐一进行审议并进行了投票表决。  

会议决定，授予王兴彤等 216 位同学工学学士学位，梅佳颖等 183 位

同学文学学士学位，张菊萍等 85 位同学理学学士学位。  

根据《衢州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暂行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闭会期间，授予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根据本暂行办法相关规

定审核处理学生学士学位申请事宜，并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教务

处）  

 

 

 

 

 



 

我校 TEM8 统考超全国平均通过率 11 个百分点 

2014 年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TEM8）成绩揭晓，我校外国

语学院 2010 级英语本科 88 名学生参加考试，通过率达 53.41%，超过全国

高校专八考试平均通过率（42.76%）近 11 个百分点，超过浙江省平均通过

率（38.99%）约 13 个百分点。其中，10 级英语本 2 班的通过率高达 58.62%。  

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是教育部全国英语专业考试委员会组织的针对英语

专业四年级学生的水平考试，每年三月上旬进行。本考试是教育部衡量高

校英语专业教学质量水平的重要手段，既测试学生的英语单项技能，也测

试学生的综合能力。（外国语学院）  

 

我校 TEM4 统考超全国平均通过率 21 个百分点 

2014 年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成绩近日揭晓，我校

外国语学院 2012 级英语本科 104 名学生参加考试，通过率达 72.12%，超

过全国高校专四考试平均通过率（50.43%）21 个百分点。另外，2011 级英

语本科专业累计通过率达 87.63%，11 英语本（3）班累计通过率达 96.88%。  

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是教育部全国英语专业考试委员会组织的针对英语

专业二年级学生的水平考试，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有一次补考机会，每年

四月底进行。本考试是教育部衡量高校英语专业教学质量水平的重要手段，

既测试学生的英语单项技能，也测试学生的综合能力。（外国语学院）  

 

 

 

 

 

 

 

 

 



 

本期简讯： 

◆ 8 月 6日，由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张文城、李卓、赵若含、陈依萍、

陈言星等同学组成的“红蜻蜓”队在谢艳、许建帼、苏国栋、郑启富四位

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不畏强手、顽强拼搏，经过两轮激烈的现场比拼和两

轮专业的专项评审比拼，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ZEDC”杯浙江省第八届

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一等奖。 

◆ 2014 年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美术比赛结果近日揭晓，我校教师教

育学院美术教育专业和影视多媒体专业学生在美术比赛中喜获佳绩，共 7

件作品获奖。其中《我的校园系列》（陈小贝）获得甲组绘画类一等奖，《室

友小倩》（钟梦雅）、《我的同学系列》（张吴琼）、《下梅印象系列》（姚凯娟）、

《四季系列》（蒋骞羽）获得甲组绘画类二等奖，《青春女孩》（刘晓妮）获

得甲组绘画类三等奖，《爸爸》（郭再超、钟宜希、郑坚）获得甲组微电影

类三等奖。 


